Zhao Qibin

赵启斌
□

n Dong Yuan’s Painting of Xiaoxiangtu

一帘烟雨梦潇湘

董源潇湘图考释

O

对于绘画作品内容进行释读，同对

所表现，应该已经是非常现实的了。且

诗词的释读一样，始终存在各种各样的

唐人在题画诗跋中也已经开始引入“潇

问题，虽然领会绘画的内容、理解、认

湘意象”，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论据和参

识绘画的精神旨要由于有比较形象的图

照，如李白《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

像为依据，释读比诗词相对要容易一

歌》说：

些，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依据不

峨眉高出西极天，罗浮直与南溟连。

同文本的争议、画家创作此画的意图等

名公绎思挥彩笔，驱山走海置眼前。

不尽相同，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画面

满堂空翠如可扫，赤城霞气苍梧烟。

信息很难为观赏者、研究者所把握，甚

洞庭潇湘意渺绵，三江七泽情洄沿。

至几无从理解、深入领会绘画的内容以

惊涛汹涌向何处，孤舟一去迷归年。

及精神旨要，甚至出现比诗词理解更为

征帆不动亦不旋，飘如随风落天边。

困难的局面，这也许是研究绘画更为吸

心摇目断兴难尽，几时可到三山巅。

引人、更具有魅力和挑战等地方。理

西峰峥嵘喷流泉，横石蹙水波潺湲 。

解、领会一件绘画作品的绘画特征、文

东崖合沓蔽轻雾，深林杂树空芊绵。

化内涵和象征内容的过程作为知识上、

此中冥昧失昼夜，隐几寂听无鸣蝉。

精神上的冒险，往往极大地挑战了观赏

长松之下列羽客，对坐不语南昌仙。

者、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也

南昌仙人赵夫子，妙年历落青云士。

因而使所得出的结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

讼庭无事罗众宾，杳然如在丹青里。

性。对于五代董源《潇湘图》所蕴含人

五色粉图安足珍，真仙可以全吾身。

文内容的理解和释读，必然有一个重新

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

认识、重新诠释的过程。在不断的历史

(唐 李白 《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

释读、诠释、鉴赏过程中，鉴赏家、收

即使不是以“潇湘图像”为画题，

藏家、研究人员自然也经历了一种崭新

而诗人“峨眉高出西极天，罗浮直与南

的精神历程，在赋予图像以新观念、新

溟连。名公绎思挥彩笔，驱山走海置眼

认识、新方法中，也提升了自我的精神

前。满堂空翠如可扫，赤城霞气苍梧

境界，并由之掘开了理解、把握、融汇

烟。洞庭潇湘意渺绵，三江七泽情洄

历史的新通道。本文试对董源《潇湘

沿”的丰富联想和描绘，也使我们感受

图》出现的社会文化条件和图像内容，

到画家在山水图像中传达出来的“潇湘

试作分析和论断。

图景”。

一．董源《潇湘图》出现的社会、

富的联想，他题跋说：

文化背景
自先秦以来一直有相当数量的关于

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

潇湘意象的诗词、文学作品出现，但鲜

闻君扫却赤县图，乘兴遣画沧洲趣。

见“潇湘图像”的创制。“潇湘图像”

画师亦无数，好手不可遇。

的创制，直到唐、五代才成为可能。唐

对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

代中期是否出现以潇湘为主体的绘画创

岂但祁岳与郑虔，笔迹远过杨契丹。

作，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当时诗人鉴赏

得非玄圃裂？无乃潇湘翻？

山水画引发出来的“潇湘意象”来看，

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听清猿。

“潇湘图像”某些元素在山水图像中已

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神鬼入。

经出现应该成为一种可能，在诗词创作

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

中潇湘意象一再出现，如以上所引相关

野亭春还杂花远，渔翁暝踏孤舟立。

诗词，即已充分说明问题。而刘禹锡的

沧浪水深青溟阔，欹岸侧岛秋毫末。

《洞庭山》绝句，更让我们感受到潇湘

不见湘妃鼓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

景象形象之优美、感人：

The paper decode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collection history of painting of
Xiaoxiangtu of Dong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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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潇湘意象”，杜甫也展开了丰

刘侯天机精，爱画入骨髓。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自有两儿郎，挥洒亦莫比。

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

大儿聪明到，能添老树巅崖里。

（唐

刘禹锡

《洞庭山》）

无论就审美能力和创作对象上，都已
经提供了新的范本和可能。在绘画中有

小儿心孔开，貌得山僧及童子。
若耶溪，云门寺，吾独何为在泥滓？青鞋
布袜从此始。

五代

(唐

杜甫

董源

潇湘图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

今朝平津邸，兼得潇湘游。

色的自然山川环境，也成为最为重要的

稍辨郢门树，依然芳杜洲。

条件之一，经过近千年尤其隋唐以来无

“ 无 乃 潇 湘 翻 …… 墨 气 淋 漓 障 犹

微明三巴峡，咫尺万里流。

数诗人、文学家对这一地区有优美字自

湿，真宰上诉天应泣。……不见湘妃鼓

飞鸟不知倦，远帆生暮愁。

然景色的发现和审美观念的不断酝酿，

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此一时期，

涔阳指天末，北渚空悠悠。

潇湘地区典型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观念也

“潇湘景象” 已经走进大众的视野。

枕上见渔父，坐中常狎鸥。

逐渐定型，这亦为五代“潇湘图像”的

谁言魏阙下，自有东山幽。

创制提供了基本条件。截至到五代以

障歌》)

岑参(约715—770)说的更为明白，他
题跋说：

（唐

郎士元

《题刘相公三湘图》）

来，文学、诗词中长期以来酝酿的潇湘

相府征墨妙，挥毫天地穷。

明确记载了自己观赏《三湘图》的

始知丹青笔，能夺造化功。

情形，非常丰富的“潇湘意象”酝酿其

洞庭栽种似潇湘，绿绕人家带夕阳。

潇湘在帘间，庐壑横座中。

中，“潇湘图像”已经被率先创制出来

霜 露蒸千树熟，浪围风撼一洲香。

忽疑凤凰池，暗与江海通。

了，由之揭开了后世“潇湘图像”创制

洪崖遣后名何远，陆绩怀来事更长。

粉白湖上云，黛青天际峰。

的先河。

藏贮待供宾客好，石榴宜称映舟光。

意象也更加丰满，如：

昼日恒见月，孤帆如有风。

五代以降，“潇湘图像”被画家更

岩花不飞落，涧草无春冬。

加留意、重视，这当与五代江南地区地

诗词中的潇湘境象如此形象可感，

担锡香炉缁，钓鱼沧浪翁。

方王朝的创建有关，才自觉、不自觉催

完全是一幅天然优美秀丽的《潇湘》画

如何平津意，尚想尘外踪。

生了这一图像的创制。五代黄筌、董源

图了。这也为这一时期画家之笔逐渐触

富贵心独轻，山林兴弥浓。

作“潇湘图像”，一在西蜀，一在江宁

及到这一领域，具备了新的人文基础。

喧幽趣颇异，出处事不同。

(南京)，“潇湘图像”在这两个地区的出

“潇湘意象”在五代时期从神话、文

请君为苍生，未可追赤松。

现，应与南唐和西蜀立国有关。如西蜀

学、诗词领域走入图像之中，开始进入

（唐 岑参 《刘相公中书江山画障》）

黄筌的《潇湘八景图》、《潇湘图》，

了绘画史关注的范畴之中。

“潇湘在帘间，庐壑横座中”，刘

曾被西蜀作为国礼向外赠送，已经具有

相公中书的《江山画障》，已经将“潇

国家政权和文化创造中心的象征意味

湘”留在帘间了。此一时期，潇湘图像

了。江南虽是财富之地，物阜民丰，且

董源《潇湘图》自绘制创生以来，

的绘制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出现了优秀

处于相对的稳定、和平时期，但总体上

经历了一个收藏、流散的历史过程。南

的作品，可惜由于时代没有留下这一时

看，中原地区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在

唐时期，董源此件作品虽然未有明确著

期的作品，空让人想像而已。

南唐、西蜀统治集团中，确立政权的正

录，但被南唐宫廷收藏的可能性很大。

（唐末五代

齐己 《谢橘洲人寄橘》）

二．董源《潇湘图》的收藏、流散
状况

当然，不仅诗人留下了题咏山水画

统性，则成为迫切的需要，这也是为什

即使不为宫廷所收，亦有可能落入了具

家的鉴赏诗词，给我们留下蛛丝马迹，

么《潇湘图》首先在这里出现的根本原

有文化背景的士大夫之家。南唐亡国

以探寻此一时期的“潇湘图像”，而且

因。同时，南唐、西蜀朝廷重视绘画，

后，董源《潇湘图》或作为战利品收归

也留下直接描绘潇湘图像的题咏诗词，

招揽杰出画家供职宫廷，才在绘画制度

宋宫廷所有，即使不是这一时期收归宋

与钱起齐名的同时代诗人朗士元即有题

和绘画技术以及绘画观念层面为这一图

宫廷，但最迟在北宋初期，经过宋太宗

《三祥图》诗跋，他题道：

像的创制提供了可能。当然，潇湘地区

等几代帝王在江南书画、典籍的搜访活

优美的环境，尤其具有典型江南平远特

动中，收归来到宫廷当极有可能。所以

昔别醉衡霍，迩来忆南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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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枢随身携带到江苏浒墅钞关寓所内，
因而幸免于难，得以流传下来。入清
后，董源《潇湘图》入藏清内府，被著
录于《石渠宝笈三编》中。
清末民初，董源《潇湘图》又再度
遭遇了辗转流藏的命运。先被溥仪盗出
宫外，以后又被带到了长春，收藏于伪
满皇宫小白楼中。抗日战争后，董源
《潇湘图》从长春伪满皇宫重新流落民
间，为私人所收。北京玉池山房收购此
件藏品后，出售给了著名画家张大千，
被张大千带到香港。1952年，张大千在
香港将董源《潇湘图》捐卖中国政府，
重新回到国家手中，董源这一重要的山
水画作品得以重新回宫，入藏北京故宫
博物院。
三．收藏家、鉴赏家对董源《潇湘
图》的不同释读
五代时期不少画家都曾经绘有《潇
湘图》，如西蜀黄筌的《潇湘八景图》、
《潇湘图》李 《潇湘烟雨图》、南唐董
源的《潇湘图》等。据画史记载：
黄筌，字要叔，成都人。十七岁事
王蜀后主为待诏，至孟蜀加检校少府
监，赐金紫，后累迁如京副使。善画花
竹翎毛,兼工佛道人物、山川、龙水，全
才能在宋末被明确著录在《宣和画谱》
中。

明代以来，有关董源《潇湘图》的

该六法，远过三师。……有四时山水、

收藏著录逐渐多了起来，尤其得董其昌

花竹、杂禽、鸷鸟、狐兔、人物、龙

宋末元初，著名书画收藏、鉴赏家

激赏，重新将此件作品定名为《潇湘

水、佛道、天王、山居诗意、潇湘八景

周密(1232—1298)将董源的《潇湘图》一

图》，使董源《潇湘图》广为世人所

等图传于世。

件作品著录于《云烟过眼录》中：

知，成为被收藏家、画家心仪不已的铭

董元《河伯娶妇》一卷，长丈四五，
绝佳，乃着色小人物，为娶妇故事。

（宋

郭若虚

《图画见闻志》卷二）

心绝品。明末，董源《潇湘图》又归河

曾创作了“潇湘图像”，可惜已经

南睢阳人袁枢（兵部尚书袁可立子）所

三已经散佚不见。南唐董源创作的《潇

《云烟过眼录》)

收藏：“思翁（董其昌）殁后，为中州

湘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则非常幸

周密所谓董元的《河伯娶妇》，即是

袁伯应（袁枢）所得。伯应名枢，乃思

运，躲过了历代兵火的毁坏和岁月的湮

董源《潇湘图》原件，但肯定了。明代

翁年侄。崇祯十五年榷浒墅，购诸其

没，被保存下来，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大书画家、收藏家董其昌所激赏的董源

家，亦私记于后。王觉斯跋云：袁君收

成为历代收藏、鉴赏家一再收藏、关

的《潇湘图》。虽然不能明确肯定即是

藏如此至宝，葵邱城堕家失，有此数帧

注、释读、研究的对象。

董源《潇湘图》原件，但基本肯定了董

不宜郁宜快也” (清

《好古堂

相对于宋末来说，五代宋初的历史

源此件《潇湘图》的存在。元代著名书

家藏书画记》）。上面钤印了袁家的收

并不久远，因而这一时代的书画鉴定专

画家赵孟 頫 亦收藏了这件作品，以后又

藏鉴赏印记：“袁枢私印”、“袁枢之

家尚能正确释读出这一绘画作品的主题

被宋末元初著名收藏家庄肃所收藏：

印”、“睢阳袁氏家藏图书记”、“袁

和图绘内容，对于董源《潇湘图》的图

(南宋

周密

姚际恒

赵子昂己未自燕京回，所收书画内，

枢鉴赏书画之章”、“袁枢印信”、

像内容，尚无疑义，因而没有见到释读

有董源《河伯娶妇》一卷，长丈四五，

“伯应”等印记。根据记载，崇祯十五

的有关记载。到了宋末元初，则发生了

山水绝佳，乃作着色小人物，为娶妇故

（1642年）年，袁枢的家乡河南睢州遭

新的变化，著名书画收藏、鉴赏家周密

事，今归庄肃。（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到李自成的袭扰和河决水灾，袁可立所

(1232—1298年)将其定为《娶妇图》，著

《潇湘图》题跋）

藏书画及数万卷藏书全部毁弃不存。

录在他的收藏专著《云烟过眼录》中。

令人庆幸的是，此件藏品连同《夏山

这件作品作为河伯娶妇故事的图绘也就

图》、《萧翼赚兰亭图》等数幅藏品为

为收藏家、鉴赏家所认可，辗转流传下

倪瓒《清秘阁藏画目》亦记载了董源
《河伯娶妇图》，亦曾经倪瓒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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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流水图》、李营丘《着色山图》、米元

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

章《云山图》、巨然《山水图》、李将

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

军《蜀江图》、大李将军《秋江待渡

广平听方藉，茂陵将见求。

《云烟过眼录》)

图》、宋元人册叶十八幅，右俱吾斋神

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

赵子昂己未自燕京回，所收书画内，

交师友。每有所如，携以自随，则米家

这显然是一种全新的释读，也许更

董元《河伯娶妇》一卷，长丈四五，
绝佳，乃着色小人物，为娶妇故事。
(南宋

周密

有董源《河伯娶妇》一卷，长丈四五，
山水绝佳，乃作着色小人物，为娶妇故
事，今归庄肃。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潇湘图》题跋）

符合画家的创作意图。如果董其昌的这

书画船，不足羡矣。
（明

董其昌

《画禅室随笔》）

一新论断属实，此件作品的人文价值无

董其昌见到此画后，不同意前人的论

疑将获得极大的提升。但“游潇湘”之

定，他说：

帝子究竟为谁，历史上一直有不同的说

以周密为代表的宋元鉴赏家的这一认

余藏北苑一卷。谛审之，有二姝及

法，只有弄清画中人物的具体身份，对

识并不失其合理性，从绘画所要表现的

鼓瑟吹笙者；有渔人布网捕鱼者，《乃

于进一步释读绘画的内容，才具有重要

整体性精神观念而言，从画家所要表达

潇湘图》也。盖取“洞庭张乐地，潇湘

的参考意义。董其昌确认《河伯娶妇

的观念层态而言，应该包含这一精神层

帝子游”二语为境耳。余亦尝游潇湘道

图》是《宣和画谱》所记已失传的董源

次态、观念层态的内容。如果将释读的

上，山川奇秀，大都如此图。而是时方

《潇湘图》，并认为是根据南朝谢眺

对象仅仅局限在风俗画、神话故事题材

见李伯时潇湘卷，曾效之作一小幅。今

“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诗意而创

（“河伯娶妇”）这一层面，此件绘画

见北苑，乃知伯时虽名宗，所乏苍莽之

制的山水画作品。这一释读将董源创作

作品仍属于一般山水画、风俗画、神仙

气耳。（明 董其昌 《画禅室随笔》卷

所依据的文化母本作出了新的置换，从

故事范畴，自有其原始的图像生发意义

二·画源）

“河伯娶妇”、“风俗”取材转向诗意

和价值。但如果始终以这一角度来释读

此卷余以丁酉之月得于长安，卷有

的图像诠释，将图中所谓的五代风俗意

者件作品，其蕴含的更深层态但人文观

文寿承题，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图

象直接推向了六朝时代，接通了六朝文

念、人文价值也就得不到昭显，会使绘

也。既展之即定为《潇湘图》，盖《宣

化脉气和精神意象。也许只有象董其昌

画深刻的人文内涵令人遗憾地隐退到历

和画谱》所载而以选诗为境，所谓：

这样进行诗意地释读、诠释这一山水图

史的深处，其更重要的精神内容也就蒙

“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

像，也才可能有书画鉴定史上这段奇妙

昧不明，因而此画也就显现不出更深的

(明

董其昌

《画禅室随笔》)

的鉴定公案的发生。

人文内了涵。如果人们忽略更深层态的

凭其深厚的文化修养确认这件作品绘制

四．董源所绘“游潇湘帝子”的四

人文价值，不能领会其隐藏的内在人文

的内容不是《河伯娶妇》故事，当是

种依据文本及其蕴含的贬谪、正统、隐

观念，此画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也就

《宣和画谱》所记已失传的董源《潇

逸思想意象

算不得很高。

湘图》(故宫博物院藏)，为此件作品翻

“游潇湘”之帝子究竟为谁，历史上

这一状况到了晚明董其昌所处到时

案。并认为是根据南朝谢眺“洞庭张乐

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只有弄清画中人物

代，开始发生进一步的变化。明代书画

地，潇湘帝子游”诗意而创制的山水画

的具体身份，才能进一步释读绘画的内

鉴赏家、书画家董其昌收藏了此件作

作品。董其昌的这一释读，将董源创作

容。推究文献记载中“游于潇湘的帝

品：

所依据的文化母本作出了新的置换，从

子”，约有四种文本可供参考，即：

董北苑《蜀江图》、《潇湘图》，

“河伯娶妇”、“风俗”取材转向诗意

皆在吾家。笔法如出二手。又所藏北苑

的图像诠释，认为《潇湘图》的创制，

其二、神人为“黄帝”
（“帝子”）说；

画数幅，无复同者。可称画中龙。

当来自六朝谢眺的文学作品。如此大胆

其三、神人为湘水之神（配偶神）说；

其一、神人为天帝之女说；

《画禅室随笔》）

的立论，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一般

余家所藏北苑画，有《潇湘图》、

画家来说，简真不可思议，甚至会认为

《商人图》、《秋山行旅图》。又二

董其昌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然而只

图，不着其名，一从白下徐国公家购

要我们认真研究，便会发现其中深刻的

根据《山海经》的记载：

之，一则金吾郑君与余博古。悬北苑于

思想意蕴，从而在历代有关《潇湘图》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

堂中，兼以倪黄诸迹，无复于北苑着眼

图像中所涵蕴的思想情感，也就不难被

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

者，正自不知元人来处耳。

把握了。

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

（明

董其昌

其四、神人为尧之二女、舜之二妃（娥
皇、女英）说。
其一、“天帝二女”说

《画禅室随笔》）

董其昌认为谢眺《新亭渚别范零陵

董北苑《潇湘图》、江贯道《江居

云》诗句“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

郭璞(276—324年) 《山海经》注又

图》、赵大年《夏山图》、黄大痴《富

是董源所作《潇湘图》描绘的主题。

补充说：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即

春山图》、董北苑《征商图》、《云山

“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为谢眺

《列仙传》江妃二女也。认为天帝二女

图》、《秋山行旅图》、郭忠恕《辋川

《新亭渚别范零陵云》中的诗句，全诗

是湘水之神，潇水、湘水为天帝二女所

招隐图》、范宽《雪山图》、《辋川山

如下：

辖的范围，二女常游所辖属之地，而能

（明

董其昌

居图》、赵子昂《洞庭二图》、《高山

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

风暴雨。（《山海经·中山经》）

与人感通，当在情理之中，但作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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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湘夫人》，一般认为帝子为湘
水配偶神，屈原作了二神相会的形象描
绘：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
沅有茝兮澧有兰，
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
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
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
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
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
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
女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
揖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
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褋兮远者。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战国

《潇湘图》局部

屈原

《九歌·湘夫人》）

这一文学意象的出现，对于后人文艺
神灵，与人的距离很远，出入辄“飘风

的精神意象进一步上溯到了战国、西

创作无疑产生了非常的影响。所以直到

暴雨”，董源所《潇湘图》所描绘的神

汉，接通了新的历史文化渊源。

明末清初，顾炎武仍然支持这一观点，

人不会为此二女神，当可排除。但由于
董源《潇湘图》所描绘的对象是常游于
江渊的“帝之二女”。从《潇湘图》表
述的人本意义说，从观念生发史上说，
应该有此最原始的精神意象，作为其精
神意象的依托，也未偿不可。这可以理

其二、“黄帝”说
据《庄子·天运》，庄周说：

他说：
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

(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
《庄子·至乐》又说：
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
张君房（公元1001年前后在世）说：

（清

顾炎武

《日知录》）

认为湘水之神为男神，配偶为后、夫人
两位女性神，但不是“娥皇”、“女
英”。而王夫之《楚辞通释》言：

解为最基本的一层观念依托，“游潇湘

帝以容成子为乐师，帝作云门、大

的帝子”作为“天帝二女”意象在画面

卷、咸池之乐，乃张乐于洞庭之野。

认可湘水配偶神说，但认为湘君为湘水

中隐潜在最深层态中画家所意图表现的

（宋 张君房 《云笈七籖·轩辕本纪》）

之神，男性，湘夫人为湘水神湘君之

湘君，湘水之神，夫人其配也。

潜在的精神意象，这一意象，如果熟悉

黄帝曾经于洞庭之野“张咸池之

妻。将两为女性神转化为一对配偶神。

《山海经》文本，当很能引起观画者、

乐”，根据这一神话内容，董源《潇湘

如果说董源《潇湘图》所描绘的对象为

研究者这一共同的最为深层的原始记

图》所要表现的内容则侧重“洞庭张乐

这两位神人，从作者创作原意来看，似

忆、初始精神意象。《潇湘图》这一层

地”这一诗句的内容，应属于描绘黄帝

乎应该排除，但从江南风俗的角度分

面的精神意象可以看作《潇湘图》最基

巡游洞庭故事。董源《潇湘图》将人文

析，画家创作意图中当仍含此所欲表达

本的观念依托，即使不是画家创作此图

初祖作为描绘的对象，亦可以得到合理

的内容，故此为又一绘画层面的观念内

的本意，如“河伯娶妇”、“风俗”题

的解释，这应该看作第二层态所欲表现

容、精神意象。依据这一文本，董源

材一样，是董源《潇湘图》所欲表达的

的内容、精神意象。这样，则将董源

《潇湘图》的精神意象又具有了春秋、

潜意识深处的原始神话观念内容之一。

《潇湘图》图像所蕴含的精神意象推进

战国时期江南楚地的神话内容和风俗内

如果有这一根据，则可以将董源《潇湘

到了上古时代。

容，接通了江南楚地春秋、战国的精神

图》创作所依据的文本推向了战国末

其三、湘水配偶神说

年、西汉初年，无疑将董源《潇湘图》

根据屈原屈原(约前340年—约前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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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
其四、“娥皇”、“女英”说

又据王逸楚辞注说：

偶神），同时又有舜帝二妃、尧帝之女

者如此，因种种原因不得升迁者、未能

言尧二女娥皇、女英，随舜不及，堕

意象的呈现，人文之祖黄帝也与潇湘洞

入仕者更是如此，都有“以渔为寄”的

庭发生了联系……，从上古神话到仙学

强烈的精神情感蕴藉其中：

湘水之中，因为湘夫人也。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年）
《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言：

思想到正统观念、政治避难思想、隐逸
思想，几乎都与此产生了深刻的关联。

洪庵在谪所，因谈离骚，浩然有江湖
之思，作潇湘两图以寄兴，自题云：

二十八年，浮江至湘山祠，逢大

董源创发的《潇湘图》山水样式，成为

一片潇湘在笔端，骚人千古带愁看。

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

后世文人山水画的重要题材之一。在这

不堪秋着枫林港，雨阔烟深夜钓寒。

何神？”博士对曰：“闻尧之女，舜之

一山水样式中所具有的远客、贬谪精神

妻，而葬此。”

意象，处于最为核心的地位。

(元

韦居安

《梅 诗话》)

所以“潇湘”图像从悲剧意识中也逐渐

认为湘水二女神为“娥皇”、
“女英”。董

相对于中原核心地区而言，潇、湘

生发出具有“隐逸”思想的象征内涵。

源《潇湘图》所直接描绘的绘画内容、

地区仍属于域外地区，在古人心目中荆

既然不能通达显要，使政治抱负得到实

所欲表现的精神意象，按照董其昌的论

湘又含有远客和贬谪的成分。《史记·

现，就在《潇湘图》所呈现的精神意象

断，当以此为画面呈现出来最可被我们

天官书》说：

中得以沉浸，由之而忘却外在的不安、

释读的直接内容和精神意象。“游潇湘

翼为羽融，主远客。转为东主风，

之帝子”当为“娥皇”、“女英”，通

其旁有一小星，曰长沙。

过对“娥皇”、“女英”的描绘，由之

张守节《史记正义》则言：

烦恼和痛苦。
可以说，董源《潇湘图》不仅含有上
古神仙故事意象的表达，即楚地湘水之

来追忆具有悲剧色彩的舜帝，从而完成

翼二十二星，转四星长沙一星，辖二

神湘君、湘夫人意象（一对配偶神），

对当下的超越和精神的提升，这也是文

星，合转七星，皆为鸡尾，于辰在已，

同时又有舜帝二妃、尧帝之女意象的呈

士精神自我提升、内部转化的必经之

楚之分野。

现，人文之祖黄帝也与“潇湘”、“洞

路。董其昌坚决主张董源《潇湘图》为

翼珍为荆楚分野，所以古人诗文中关于

庭”发生了联系……，从上古神话到仙

“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的诗意表

潇湘的题咏才有远谪、流放的政治沉沦

学思想到正统观念、政治避难思想、隐

现，显然有“娥皇”、“女英”故事为

之感，这种思想情绪，很自然地在文人

逸思想，几乎都与此产生了深刻的关

依据的成分。从“娥皇”、“女英”为

士夫中产生深刻的共鸣，“荒远灭没”

联。这使董源《潇湘图》因图像中所具

尧之女（帝子—）、舜之“妃”方面

的潇湘意象具有了内在的观念基础。舜

备的精神内涵和内容而具有文化象征的

看，也符合“帝子游”中的帝子身份。

帝、屈原、贾谊、李白、苏东坡……远谪

意义，成为文人画理想中的精神精神承

尤其舜帝被禹放逐荆楚大地而去世，

放逐，尤其舜帝、屈原、贾谊，皆谪死潇

载之物。

“二妃从征”，因而具有了相当的悲剧

湘之地，“潇湘”意象中也就含有了人生

色彩：

不遇、政途坎坷的悲剧成分。楚国在强盛

五．董其昌诗意释读董源《潇湘
图》图像内容的合理性开张

时，三分天下有其二，最终却被秦所灭，

董其昌通过诗意境象创造性地释读

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等许多

董源《潇湘图》的图像内容，通过诗意

（西汉 司马迁 《史记·五帝本纪》）

在江南所立的国家，大都国祚短促，其

境界的开启，在与诗人的会通中获得了

（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
江南九疑。
董其昌将此件作品描绘的对象指向

政治悲剧意识也进一步加重了“潇湘”

心灵上的强烈共鸣和精神超越，这也非

“娥皇”、“女英”,以此主题来理解、

意象的悲剧色彩，作为国家象征和楚人

常暗合董其昌的政治遭遇和文化心境。

诠释董源《潇湘图》的绘画内容和精神

崇祀的祖神舜帝无疑也具有重要的象征

董其昌虽然为政府的重要官员，但由于

意象，更具有震撼性和悲剧性气氛，对

意义，相对于南方地区建国的画家和文

晚明极为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很难能有

于后世文人心灵的影响也更为剧烈。这

人画家，个人遭际荣辱与家国之悲、国

施展抱负的机会。董其昌的政治处境也

是继董源创作《潇湘图》六、七百年以

家正统观念等，都在他们内心引起深沉

并不顺利，相当多的时期内一直处于压

后董其昌所揭示出来的第四种诠释本。

都回响，有着极为真实的感受，终于演

抑、贬抑状态，因而在政治道路上不得

此一诠释成立，应该是《潇湘图》最被

化出《潇湘图》经典山水样式的基本格

不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隐之路。董其昌虽

文人画家接受的一种理解方式，符合他

调。《潇湘图》所蕴含的远谪放逐精神

然身处高位，但一生真正在朝堂并没有

们的心理期待。所以, 为什么《潇湘

意象无疑会在文人士夫尤其被贬逐外放

几天，绝大多时间均是在家乡中度过，

图》一再为文人画家所认可，当与“潇

的士人心目中产生深刻的共鸣。从所遭

而他身任湖广提学副使出使湖南时，在

湘”精神意象中所蕴含的这一特定精神

受的政治压力中获得解脱以及弥合个人

潇湘一代度过的经历，使他与历代贬逐

情境有关。

失意使情感世界所遭受的创伤，都需要

外放意象获得了精神上的强烈共鸣与内

将远古神话中的天之二女、湘水之神

在虚构的、自觉幻造某种精神氛围中加

心的深刻体验。董其昌通过对《潇湘

与历史人物联接起来，洞庭、潇湘带有

以净化才成为可能，由之获得心理上的

图》的重新释读，是一个通过审美置换

了最初的人文意义。此件作品意象，不

补偿与解脱，所以在潇湘图样、相关

的方式，将自我精神外放于先古阶段与

仅含有上古神仙故事意象的表达，即楚

“舟渔”图像中，始终含有不尽的政治

古人之心相会的行为，藉以释放长期蕴

地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意象（一对配

缱绻意绪在其中也就不难理解了。贬逐

含对负能量，获得内心的解脱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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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精神的安息之地，并以之来达到
安身立命的目的。可以说，董其昌站在
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高度紧紧关注董
源《潇湘图》的诗意融汇和风格迭变，
以试图重塑可被确知的精神传统，维系
正脉而试图使慧命永固，以消解来自于
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冲突，以及精神紧
张、绝望、颓丧所产生的强大心理压
力，并将对现实的感受、体悟和觉解创
造性地融入到他所领会的《潇湘图》的
图像内容和精神意象之中，以试图完成
自我精神上的真正超越。正是对《潇湘
图》对重新释读之中，借助诗意境象，
释读、构建处了新的主观精神世界，完
成对自我的内在超越，彻底完成对历史
和文化的终极超越。
任何文化创建，任何图式构成，都
要受到先在文化观念的支配。画家不断
向上进行历史文化的追溯，其实是为了
向新的未知世界持续性开拓进行奠基。
董其昌如此看重董源的《潇湘图》，融
合诗意境象进行精神意象的多重开启，
亦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心理因素积淀其
中，政治理想观念、隐逸思想以及强大
的政治压力和文化上面临的重大变革，
促使董其昌对董源《潇湘图》作出如此
忆余丙申，持节长沙，行潇湘道中，

音乐亦以音乐的形式表述了内在的深

的释读。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画家象董其

秉葭渔网，汀洲丛木，茅庵樵径，晴峦

沉感受，这种深沉之感受将人逼回远古

昌这样如此自觉地梳理整个文化体系，

远堤，一一如此图，令人不动步而重作

的历史空间之中，即让人的心灵重新回

自觉、有意识地关注绘画演进的整体态

湘江之客。(明 董其昌 《画禅室随笔》)

到那曾熟悉的原始环境之中，以人文的

势。虽然当时董其昌并没有意识到海外

获得“作湘江之客”的权利，藉以安定

熟悉来对抗陌生自然和政治遭遇对当事

基督教文明的巨大体系和伊斯兰教文明

了自我身心。董源长期的闲置身份也与

者心灵的强大冲击，以试图产生人与自

体系对东方文化的直接影响（利玛窦来

董其昌长期贬抑、主动退隐的社会身份

然的亲和，在“云水容与”、“幽思深

华以及与晚明的文人士夫集团的接触，

和政治角色有相似之处，这也是他为什

远”中消除对心灵的创伤。俄国里亚多

董其昌本人或许同利玛窦有过直接接

么能与董源《潇湘图》产生共鸣、获得

夫（1855—1914）于《魔湖》中写到：

触），但董其昌确实已经隐约预感到文

激赏的一个重要原因。

宁静而优美的俄罗斯湖泊，常常亲

化危机的全面爆发。晚明时期不仅仅面

诗意境象不仅仅在绘画作品中有如

切的感受着那在寂静中不断变化的色

临历史、文化的严重压力，而且也开始

此表现，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在音乐中

彩、光线、阴影和空气。我曾在俄罗斯

出现外来文化的冲击。寻找到文化出

亦有所显现。著名古琴曲《潇湘水云》

传说中寻找关于这样湖泊的描述，然而

路、精神出路，首先要对已往对历史文

是南宋政治家郭楚望有感于自身的政治

那些传说并不是为了满足我创作的需

化、传统积淀进行摸底、清理和整合，

际遇，心潮难平、心绪缠绵悱恻于潇湘

要，而是中断故事情节。我追求着那样

然后才能对外来压力进行合理地解决。

之下而奏出的抑郁悲愤之音，徐上瀛(约

的意境，在一片寂静中突然什么东西发

董其昌之所以开启诗意境象，亦是镇定

1582—1662)评述说：

出卡察卡察的音响，一阵微风掠过湖面

精神的需要，使心灵有所安宁，将个人

后悄然离去。

政治荣辱遭际带来的精神创伤进行弥

恍若烟波浩渺，其和云声二段，轻音缓度，

里亚多夫所向往的意境，亦是诗意的追

合。这也是董其昌对董源《潇湘图》进

天趣盎然，不啻云水容与。至疾音而下，指无

寻。从传说中寻找关于这样湖泊的描

行如此诗意释读的一个较为直接的原因

阻滞，音元痕迹，忽然云驰水涌之势，泛音后

述，将传说和当下的直接感受融为一

之一。另一方面，董其昌诗意境象的开

重重跌宕，幽思深远。
（明

体。相对于董其昌而言，正是通过诗意

通，也有传统历史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本

融汇，从与董源《潇湘图》的交汇中寻

能对抗，毕竟晚明工商业的高速发展已

今按其曲之妙，古音委宛，宽宏而淡茂，

还阁琴谱·潇湘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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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上瀛

《大

使东方和西方开始进一步接触，董其昌

的生发和构成，并化作诗意境象、缓缓

（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十世纪）一道

所处的时代，澳门也已经割让葡萄牙，

的音乐节奏在优美的图像中呈现出来。

开启的以客体山水为表现对象的山水画

这一历史情境，作为明政府的高级官

从对《潇湘图》的诗意释读上，我们可

时也发现了这一问题，认为董源的山水

员，董其昌不是没有真切地感受。而在

以充分感受到董其昌绘画思想的形成过

创作不仅仅是对自然真实景物的描绘，

朝鲜和在东南沿海的两次抗倭战争，对

程，他通过诗意境象与风格重组，完成

而且也是精神观念的体现：“作为恒常

他来说，更是记忆犹新。而晚明社会危

了自我精神的体认和绘画方法的构建。

有序的宇宙客观形象，北宋的山水画据

机的全面爆发，如天启、崇祯年间农民

董其昌定《娶妇图》为《潇湘

说蕴含着当时物理学理论与新儒学的社

起义的愈演愈烈、宦官专权、朝廷党争、

图》，通过诗意开启，将精神存在的历

会秩序哲学”，由此可知此一时期山水

后金的崛起以及台湾被荷兰占领等，都使

史归依一直推进到被认为正统之祖的舜

画的生发与精神观念的进展应有着密切

董其昌有着更为深刻的忧患、危机意识。

帝时代，藉以象征性地、幽微地传达出

的关系，《潇湘图》的创制，与蕴含历

这一切重大社会事件在董其昌的意识中不

董其昌自身的政治理想和文化价值观

史深处的精神观念、精神意象有深刻的

是没有反映，董其昌以诗意贯穿画道，也

念，对抗、消解了现实世界对他对心灵

关系，也与当时对江南平远山水的发现

许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试图以此整合画

的冲击，《潇湘图》所蕴藉的精神内容

有关。《潇湘图》所呈现出来的这一诗

道，以强大的文化慧命敛缩于画道之中

也就在这种精神体任中扩大开去，这是

意境象，当有着对远古精神的追唤和诗

来对抗外在压力对他内心的强烈冲击。

董其昌自我诗心开启的结果，通过与古

意觉醒，借助六朝、先秦诗词中的潇湘

《潇湘图》所蕴含的家国观念以及政治

人诗意之会通，打破了历史空间对心灵

境象，确立出新时代的图像范本。沈括

悲剧意识也暗合了董其昌所处的时代北

的限制，重新开启了董源《潇湘图》图

(1031-1095年)在观看到了董源的绘画作

京，所以也才引起董其昌内心的如此共

像闭合的精神世界，将观者引入到了更

品后曾说：

鸣。董其昌诗意诠释《潇湘图》，不仅

加广阔深邃的精神世界。董其昌通过绘

江南中主时有北宛使董源善画，尤

有着对历史的超越和当下体验，而且也

画诗意境象的汇通，不断地进入历史深

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崛

有着宇宙空间上的超越和体验。徐建融

处，使被遮蔽不明的绘画精神从被误

之笔，其后建业僧祖述源法，皆臻妙

研究董源的《潇湘图》，在《中国山水

解、附会中得到重新释读和领会。正是

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远观。其用笔

画的宇宙感兼论〈潇湘图〉的图象学涵

由于文化意识和精神观念的重新参与、

甚草草，近视之几下类物象，无则景物

义》中感慨地说：

诗意境象的会通，使董其昌释读的《潇

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

咸池之乐作为一幅流动的《潇湘

湘图》图像内容与前人乃至一般观画者

《落照图》，近观不二，远视村落杳然

图》昭示了宇宙的最深微的结构形式，

有着明显的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

深远，悉是晚景，远峰峰顶宛有反照之

它的意境所指向的是一个道可载之而与

论。诗意境象的照会，使“娶妇”这一

色，此妙处也。

之俱的超越地理域限的广漠无垠的大

精神意象最终被六朝精神、被上古时代

（宋

窨。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志

圣王的精神意象所代替，“娶妇”这一

认为董源的绘画虽然是以其客观真

和画洞庭山必应歌节而成，为什么宋迪

仅仅具有社会风俗内容的图像最终也便

境的再现为归依，但“其用笔草草，近

的《潇湘八景图》能被直接翻译成音乐

让位于更为本真、深刻的社会思想主题

视几不类物象”、“幽情远思，如睹异

的语言，以及为什么《潇湘图》的真正

和精神主题，从而使舜之政治遭遇与谢

境”，外则“远视景物粲然”，已经创

涵义是非地理学的而是图像的。

眺在诗意中所表述的心事以及董其昌本

造出了远非江南真山可比的精神空间。

沈括

《梦溪笔谈》）

（当代学者徐建融在《中国山水画

人在当时文化、政治上的处境通过诗意

又如《宣和画谱》评述董源的绘画特色

的宇宙感兼论〈潇湘图〉的图象学涵

的融汇中被关联起来，在特定的历史情

时所言：

义》1989.1 45页《朵云》）说：

境中呈现出蕴藉在图像深处的深邃的精

至其自出胸臆，写山水江湖，风雨

（董源）《潇湘图》昭示了宇宙的

神要意和文化内涵得以逼显现身。所以

溪谷，峰峦晦明，林露烟云，与夫千岩

最深微的结构形式”，以之沟通了天地

即使从今天看来，董其昌的诗意释读仍

万壑，重汀绝岸，使览者得之，真若寓

万物之关系，人在四维之中也就具有了

然具有相当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以神来

目于其处也，而是以助骚客词人之吟

自存的意义。这亦暗合了董其昌的政治

之笔游戏神通，通过畅通的精神通道在

思。(宋 《宣和画谱·卷十一·山水·二》)

理念、道德理想和文化意识，董其昌亦

幻化的世界中安身立命，寄托自己的理

不仅董源为然，五代前蜀李 昇 的《潇湘

确认《潇湘图》已经尽可能将精神意象

想和抱负，也许只有在艺术中的创造过

烟雨图》也被冯梦祯称为：“笔意潇

直接提升到深刻觉解宇宙深微结构的高

程中才能获得，也才能有个人才性和智

洒，浓淡有无，含不尽之妙”，“笔意

度了。只有诗意地穿透历史和现实的关

慧的淋漓尽致的挥发！

潇洒”、“以助骚客词人之吟思”，五
代潇湘图像的成功创制，为文人从事绘

系，汇融宇宙本体、自然、社会历史文
化以及当下存在的政治关系，诗意表诠

董源的《潇湘图》当是以客观真实

画创作开启了一条新的路线。“潇湘图

《潇湘图》，才能完成自身对现实和政

背境为依据而进行的，当然与当时的精

像”的出现，为后世山水图像的创制打

治理想的超越。可以说，历史意识、时

神进境有极大的关系。后来人们在研究

开了新的精神拓展空间，也预示、标志

间意识深深影响了董其昌绘画精神世界

董源、巨然、荆浩(唐末—936年)、关同

一个新的时代悄然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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